
2019年新年，冬瓜山铜矿老鸦岭
尾矿库上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上午
8点多，协力公司负责老鸦岭尾矿库
背侧渗水治理工程技术人员吴聪的身
影已经出现在山道上。刚翻过山脊，
他的手机响了，是中南地勘公司冬瓜
山项目部经理杜卫东打来的，接通手
机，杜经理话音很亢奋：“吴工，我们
一切准备就续，就等你来开钻了。”

“我已经到了。”
“吴工”，杜经理手里拿着派班记

录迎上前来，“你看看，按照你的要
求，我们不仅重申了安全操作规程，
还进行了班前安全教育。你看看，有
什么还没有做到的。”吴聪接过派班
记录看了看，快步走向施工现场。

老鸦岭尾矿库背侧渗水是冬瓜山
铜矿地表治理的重点工程，边坡喷浆
已经进行到一半，现已进入最关键的
打孔注浆阶段。中南地勘公司冬瓜山
项目部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参战员
工都严阵以待。吴聪围着钻机看了一

圈，握了一下操纵杆，问道：“现场有
棉纱头吗？”杜经理被问得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有，有。怎么啦？”“你
拿些来。”吴聪接过棉纱头，一边往
操纵杆手把部位裹着棉纱头，一边对
杜经理说：“大雪刚过，山上的温度接
近零度，这铁制的操纵杆冰冷冰冷
的，可安全操作规程又不允许操作工
戴手套作业，绑上棉纱头就好多了。
不冰手，操作工才能专心致志地工
作。这打孔注浆是2019年的开篇之

作，在安全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
怠。我是个技术人员，可首先是个安
全员，安全就是要从这不起眼的小事
上做起。”“吴工，你真是太细心了。
真是服了你啦。”杜经理由衷地感叹
着。

9点整，随着开钻的一声令下，雪野
上马达轰鸣，钻探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操作工的手中那块棉纱头也跟着欢
快地抖动起来。

沈成武

一块棉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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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从天马山矿业公
司传来喜讯，该公司完成掘进进尺
6957.1米，完成年度计划的115.95%，
超计划完成957.10米，超额完成年初
公司下达的生产任务目标。

截至12月 31日，该公司坑探和
采 切 工 程 分 别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139.66% 和 189.26% ，超 计 划 完 成
317.3米和2231.5米。由于该公司井
下经多年开采，负255米中段以上矿
产资源面临短缺危机，矿山三级矿量

严重不平衡，生产连续性及均衡性难
以保障，矿山主要产品产量出现下
滑，呈逐年下降趋势，矿山生产压力
剧增。

为改变矿山当前生产现状，该公
司根据资源情况，完善考核机制，加
大对月度供矿量、采掘工程量、提升
矿石(废石)量指标的考核力度，超额
完成月度计划的，按超出部分的50%
予以奖励；未完成的，实现全额扣
罚。同时，确定采掘工区中深孔、深

孔施工工期，明确时间节点，对不能
按期完成的进行处罚，及时形成备采
矿量，有力地保障矿源稳定。此外，
该公司还通过加强施工组织管理，强
化责任意识，细化工作任务，全力推
进工程进度。

掘进任务的超额完成，有效地缓
解了该公司三级矿量不平衡的矛盾，
为全年供矿任务的完成奠定了坚实基
础。

朱 艳 刘固耀

天马山矿业公司超额完成2018年掘进任务

本报讯 多年来，冬瓜山铜矿坚
持向困难职工奉献爱心，充分体现了
企业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担当。今
年元旦、春节前夕，该矿一如既往积极
开展好向困难职工捐款活动。全矿广
大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带头捐款，团员
青年和普通职工积极参与，纷纷慷慨

解囊。经统计，该矿领导干部共捐款
26300元，党员捐款20330元，普通职
工捐款12075元。一笔笔爱心款将陆
续送到困难职工手中，温暖职工的心
田，让大家欢欢喜喜度过一个平安祥
和的节日。

汤 菁

冬瓜山铜矿积极开展向困难职工捐款活动

本报讯 主井副井的钢丝绳质量
维系着所有矿工的提升安全，铜冠池州
资源公司近日利用自身力量顺利更换
了主井副井的钢丝绳，为职工撑起了安
全的“天空”。

“一工区主副井卷扬是我公司矿
井提升矿石和人员的主要运输工具，
按照安全规程规定提升钢丝绳已接近
服务最大年限，为了消除安全隐患，保
证矿山的安全生产，我们挤出时间抽
调了精干人员及时做好这件事。”该工
区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1月8日，池
州资源公司一工区根据安排，组织所
有精干人员对主副井钢丝绳实施更
换。由于更换时间紧张，面对湿冷的

恶劣气候和任务繁重的现状，为了确
保施工安全，该公司一工区施工技术
人员从安全保障、施工工序、劳动组织
和工器具准备等方面逐一研究，落实
责任，并编制出一套安全严密的施工
技术措施。

1月8日至10日，在现场施工的各
环节中，该公司指定专人指挥，严格按
照措施要求作业。在一工区领导的带
领下按照施工方案有序作战。经过2
天的艰苦奋战，两条新提升钢丝绳成功
安装到主副井提升系统，更换工作按规
定时间提前保质保量顺利完成，确保了
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章大伟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顺利更换主副井钢丝绳

本报讯 虽然离2019年春节还有
一段时间，但金隆铜业公司工会、团委
等部门以及所属各基层单位的一百多
名职工，已经为该公司2019年新春联
欢会忙碌很长时间了。

今年是金隆和稀贵整合的第一年，
为欢庆春节的到来，展现新金隆用心、
务实、阳光、和谐的企业文化和职工团
结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该公司决定在
春节前夕举办一场联欢会，并迅速成立
了新春联欢会筹备组，确定了联欢会主

题，协调各基层单位编排节目，安排演
出地点、服装和道具。该公司职工踊跃
参与联欢会的演出，报送了歌曲、舞蹈、
情景剧以及器乐演奏等多种不同艺术
表演形式的节目。主管部门根据统筹
需要，对报送节目进行筛选，并对节目
内容和时长以及舞台效果进行综合评
判，确定最终参加演出的节目。目前，
该公司联欢会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
元月下旬正式开演。

章 庆

金隆铜业公司紧锣密鼓筹备2019年新春联欢会

本报讯 日前，铜冠铜箔公司铜箔
一二工场邀请阳极板设备厂家的技术
人员，集中对生产、维修、自动化等部门
的14名生产技术骨干进行了技术培
训。

培训过程中，厂家技术人员重点对
阳极板的安装要点、储存方式、清洗方

法以及检修和维保过程中的重点难点
进行了仔细地讲解，还对大家在实际操
作中遇到的困惑一一作了现场解答。
通过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岗位人员的
技能水平，有利于做好2019年的设备
安装及维护保养工作。

何 亮 吴云霞 赵英超

铜冠铜箔公司铜箔一二工场邀请设备厂家进行技术培训

2019年1月9日，星期三。当日
中午，铜冠池州资源公司就餐后的员
工一拨拨走向熟悉的“老电影院”，那
里，是经过改造对职工开放的新活动
中心。

“过去，中午休息的时间除了上
网还是上网，没有活动地方可去。（公
司）把老电影院改造为职工活动的场
所，有各种活动室，有地方去锻炼，去
阅读……”该公司活动中心负责人介
绍，本着贯彻全民健身计划，深入开
展全民健身活动这样一个宗旨，更是

为了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活跃
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目的，池州资源
公司去年三月份开始，历时半年时
间，挤出资金，将旧电影院修葺一新，
改造成了职工活动中心。新的活动
中心地面铺满绿色地胶，布置了三
个羽毛球场，摆放两张乒乓球桌，前
厅为职工广场舞迷们跳舞的场所，
前厅两侧是棋牌室与阅览室，职工
节假日或午休时间，都可以自由选
择活动方式。今年，该公司还将逐
步完善活动中心的其它功能，利用

这个新活动中心，增设棋牌赛、乒乓
球赛、舞蹈歌唱、茶艺书法等一系列
文体活动，来丰富偏远企业的职工
业余文化生活。

“历经了多年的等待与盼望，我们
终于有了规范一些的活动场地了，有
了属于自己的室内场馆啦！再也不用
看老天脸色，管它刮风还是下雨，下班
后随时可约小伙伴们一块儿去打球、
一块儿跳舞啦……”1月10日中午，该
公司几位员工们高兴地说。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葛 琴

“终于有了自己的活动中心”

仔细查看交接班记录，在全面了解
设备运行状况后，戴上安全帽，拿起点
检工具到生产现场开始一天的第一次
巡检工作，这对于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
熔炼车间许海燕来说已是一种工作常
态。

自参加工作以来，许海燕一直在冶
炼厂从事动力工工作，凭着机电专科理
论基础，好学上进的她通过不懈的努力
和身勤手快，很快成长为岗位技术骨干，
并在20年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自
己的业务心得，不仅熟练掌握机组设备
的结构性能、操作及维护保养要点，还练
就了对一般设备故障的预见预判能力，
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维修处理建议和故
障隐患分析。由于工作踏实努力，许海
燕在原单位曾被评为厂“十佳青年岗位
能手”。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2017
年10月，许海燕由原单位分流应聘到
奥炉工程项目部，仍然选择了动力工这
一岗位，又一如既往地投身到火热的奥
炉工程项目建设中。熟知其工作能力
的领导在人员精简的项目建设中，毫不
犹豫地又让她挑起带班培训和参与动
力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管理的重担。为
不负领导信任，许海燕在奥炉工程基建

期动力中心区域项目施工中，带领班组
员工作为业主方参与项目建设现场管
理，跟踪项目建设进度，现场全程把控
设备安装质量，极尽所能地带领班组员
工做好现场清理整顿，积极创造良好的
施工环境保障安全施工。与此同时，紧
抓设备安装期各设备厂方工程技术人
员均在施工现场的有利时机，组织班组
员工“旁站”设备安装现场，潜心见习安
装中的设备构造，就着设备资料熟悉掌
握设备性能及参数设置。作为带班班
长，在这火热的基建期和难得的学习机
会里，则更是要尽可能全面地提前学习
消化所收集到的设备技术资料及设备操
作指南等材料，遇到难懂的要么请教厂
方技术人员或上网学习弄懂，再以己所
学，结合自己以往的实践经验和班组员
工反馈的问题，不定期地进行班组内部
培训交流，辅导班组员工共同学习掌握
新上设备工艺性能、操作要点和注意事
项，现场勘察梳理掌握动力中心各系统
工艺流程及管线走向。瞅准时机，尽可
能多地邀请厂方技术人员进行技术交
流，帮助指导班组员工进行设备模拟操
作，不断提升和改进新系统新设备的操
作方案。此间，许海燕密密麻麻记录下
了有关的业务技术学习及工作要点的

笔记足有3大本。
随着奥炉工程项目各系统带负荷

试车工作的有序推进，动力中心供水、
供气、供风系统各设备运行在充分的
前期准备和胸有成竹的模拟操作下，
设备试车磨合、人机配合日趋顺畅，渐
入佳境，一直随施工人员奔波在作业
现场的项目部员工也有了舒适的操作
控制室了。而此时，深受奥炉工程项
目部“务实、规范、高效”团队文化理念
影响的许海燕，再也扛不住倒班和超
强的工作压力，再也不能忽视近半年
来胸口时而出现的不祥的疼痛。抉择
下，常感疲惫的她主动向车间辞去了
班长职务，月余后便请假到上海做了
另一侧乳腺对症手术。从进入奥炉工
程项目部到请假手术前近10个月间，
许海燕几乎没休过一天假，与项目部
大部分人一样，为了确保浩大的奥炉
工程以“样板工厂”的姿态如期竣工投
产，坚守奋战在工程建设现场。术后9
天，许海燕即回单位上班，虽遵医嘱不
再上夜班，可手里的活可肩上的担子
一点也没减轻。抓生产关键要搞好设
备。鉴于许海燕的身体状况和其业务
特长，车间又让她牵头负责起整个动
力中心区域所有设备的日常点检、设

备润滑和现场5S管理，以及动力应急
设备维保等工作，犹如设备管家的许
海燕把各类设备台账记录得清晰规
范，现场设备维护得更是如其台账记
录字体一样“清秀”。

同事眼中的许海燕不仅是一个
“女汉子”式的工作能人，更是一个有着
爱心、乐于助人的乐观人。早年公婆因
意外交通事故双双躺进医院，大半年生
活不能自理，许海燕与家人不仅日夜轮
班伺候在双亲左右，还尽己所能地帮助
邻床病友做些小事。工余也常领着孩
子随同义工会志愿者去养老院、福利院
看望老人和孩子，曾被原单位评为“精
神文明十佳”。就在她2016年5月首次
查出乳腺癌这一不幸病情时，病房里，
她不仅克服悲伤情绪，积极主动配合治
疗，还现身说法安慰开导“同病相怜”的
病友，甚至给以泪洗面的病友唱歌打
气，鼓励帮助大家树立与疾病积极抗争
的信心。

为人善良朴实、工作勤奋努力的动
力工许海燕在平凡的岗位上，不仅用实
际行动诠释着一名新时代工人的使命
担当，更是以一种不屈不饶勇往直前的
乐观精神照亮了自己的人生。

吴家富

——记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熔炼车间动力工许海燕
勇往直前照亮人生

本报讯 日前，铜冠（庐江）矿业公
司就5S管理工作召开专题会，围绕PD-
CA循环管理模式，全面部署2019年5S
管理工作。

该公司强调，5S管理工作关键在于
行动。主管部门及各基层单位要建立5S
管理机构、完善奖惩考核机制、加大专项
检查力度，共建5S管理长效机制。各相
关部门要认真总结以往工作中的不足，
摸清自身的实际情况，多渠道、多形式加
大宣传力度，确保全体员工自觉参与，形
成良好行为习惯。

该公司选矿车间、后勤服务等基层
单位以实际行动积极落实专题会有关
精神。后勤服务公司制定部门管理标
准，清除办公场所不要物，确保办公楼、
试化楼、采矿综合楼等楼道整洁，进一
步强化工作场所现场管理；选矿车间对
回水泵房、隔膜泵房、硝酸罐池及周边
道路旁的管件和废旧物资进行整理整
顿，将清理出来的货物分类摆放；动力
运转中心、采矿工区等均加大对设备的
巡检力度。根据总体部署，下一步，该
公司将定期开展5S管理专项检查，全面
提升矿区5S管理水平，力争呈现一个新
型矿山的应有之貌。 邢应甜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部署2019年5S管理工作

1月5日，铜冠矿建公司表彰2018年度生产标兵。2018年，铜冠矿建公司圆满
完成了年度方针目标，为表彰先进，激发全体员工新年里的工作热情，该公司对一
年来工作中涌现出的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并颁奖。

王红平 陶 莉 摄

金隆铜业公司渣选矿车间着力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近日在全体员工中开展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培训。为了解职工对岗
位安全操作规程的熟悉程度，该车间组织考核人员现场抽查岗位作业人员，以督促职工操作安全标准规范，避免安全事故
发生。图为该车间安全员正在对缓冷岗位员工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情况进行抽查。 陶 洪 摄

近日，铜冠投资神虹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在滨江公园开展“迎新春”健身长跑活
动。新年伊始，该公司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文娱活动，展现积极向上的
拼搏精神，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年的到来。 夏富青 方 珍 摄

铜冠池州公
司工会日前举办
了“迎新春”男女
混合拔河比赛。
虽然天气寒冷，
但是各参赛选手
奋力拼搏，比赛
现场热火朝天。
此次拔河比赛共
有7支代表队参
加，经过三轮激
烈角逐，铅分厂
分工会代表队夺
得冠军，机关第
一分工会代表队
获得亚军。

叶 玲 摄

本报讯 以技术创新为抓手，让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企业活力，2018
年，铜冠矿建公司加快科技兴企步伐，
企业活力充沛。

来看这样一组数据：去年，铜冠矿建
公司全年公开发表技术论文15篇，年初
制定的10个科研攻关项目正在逐步实
施，且已申报专利2项；《一种用于膨胀锚
杆生产的自动化生产线》发明专利还获
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工法成果
上，该公司发布企业级工法12项，其中5
项被评定为部级工法。

面对去年一年的重点难点施工方
案，该公司着力加强重大项目施工组织
设计的编制和实施过程的方案再优化，
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保障了在建工程安
全优质和创新创效，去年该公司累计编
制重点难点施工方案10多项。

与此同时，该公司还积极推广应用
“四新”技术，加强设备技术更新改造，完
成了Simba364潜孔台车改造，达到了稳
定、高效、低耗运行的效果。同时组织精
干力量对一台JK-3型串电阻调速系统提
升机实施变频改造。在技术创新上,该公
司还投入大量资金购置了先进的平巷无
轨作业设备和安全环保设备。去年全年
各类技术改进项目、合理化建议取得丰硕
成果。在加强自主研发的基础上，该公司
努力拓宽技术创新渠道，继续加强校企合
作，深入研究井巷施工技术难题,完成大
型永久井架安装精算，推动了技术进步。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茂强

铜冠矿建公司在创新驱动中激发新活力


